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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天里也不落幕的阴雨天里也不落幕的““小太阳小太阳””
通讯员 冯文波

科学报道

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开
始进行太阳能电池研发,直到 21 世纪
太阳能电池才进入民用领域，且主要
以金属硅(工业硅)提纯而来的各类晶
硅电池为主。然而这种金属硅提炼过
程中产生的四氯化硅有强腐蚀性、急
毒性，又难保存，因而污染最为严
重。从金属硅中提纯出的多晶硅片处
理又要耗费大量电能。针对这种高污
染、高消耗的弊端，1991年，瑞士联
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成功研发了介孔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不仅将这一电
池 的 发 电 效 率 由 1% 以 下 提 升 至
7.1%，而且还采用了薄膜化技术，使
其更加轻便、柔韧，并由此掀起了薄
膜太阳能电池研究的热潮，这一新型
电池的研发态势可以用“各有特色”
来形容。

近年来，中国海洋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研究院唐群委教授带领团队开
展新型太阳能研发，取得了可在雨天
发电的太阳能电池的重要性阶段成
果，使科学界和产业界向“全天候太
阳能”的设想迈进了一大步。

谈及这一研究背景，唐群委教授
说：“这要从长期困扰太阳能电池研
究的学术难题谈起。”

悬而未决之问引发科技突破

电解质、对电极一直是制约染料
敏化太阳能电池发展的两大技术“瓶
颈”。前者易泄露、挥发，后者成本
高、易溶解。2013 年 11 月，第九届
中国太阳级硅及光伏发电研讨会期
间，云南师范大学可再生能源材料先
进技术与制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杨培
志教授提到：“如果能开发一种在夜
晚和阴雨天等其他天气情况下也能发
电的太阳能电池，那对光伏发电的推
动作用将是非常大的。”唐群委大受
启发，顺着杨教授的思路认真思考并
研究在其他天气情况下的太阳能发电
问题。他说：“有的单位以有机染料
见长，有的学者主要研究纤维太阳能
电池，有的团队以凝胶电解质研究著

称，而我们则侧重于‘导电’凝胶电
解质和合金对电极的研究。”

唐群委教授团队首先采用自主研
发的“导电”凝胶电解质组装太阳能
电 池, 使 最 高 光 电 转 换 效 率 达 到 了
9.1% （普通凝胶电解质电池的转换效
率为 6%，液体电解质电池的转换效
率为 7%），开创了凝胶电解质研究的
新模式。接着他们又采用自己发明的
合金对电极组装的太阳能电池，发电
效率更是达到了12.75%，接近世界先
进水平，进一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此外，他们还开发了以钴镍合
金为原料的低成本对电极材料，并获
得了8.3%的电池效率，在染料敏化太
阳能电池规模产业化的道路上又前进
了一步。

在太阳能电池基础研究中，除了
聚焦电解质、对电极这两大制约染料
敏化太阳能电池发展的“瓶颈”外，
唐群委还向另一长期困扰太阳能电池
科学界的难题发起冲击。“太阳能电
池在暗环境发电效率低，甚至不发
电，一直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十多年
来，国际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研究也没有明显起色。”

唐群委说，从事其他研究之余，他也
始终在思考这个难题，但始终没有想
到破解之法。一次偶然机会读到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郭万林教授关于盐水在
石墨烯材料上流动会产生电信号的研
究报告，唐群委对雨滴滴落在石墨烯
材料上是否也能产生电信号产生了质
疑。他带领科研团队迫不及待地进行
实验，果不其然，雨滴滴落在石墨烯
材料上也会形成阳离子/电子双电层

“赝电容”，雨滴在石墨烯表面的铺
展-收缩即为“赝电容”充、放电过
程，进而产生电压和电流。

实际应用中的“雨天”攻关

“如何把石墨烯和现在的太阳能
电池结合，制造出既可在晴天运用太
阳光发电，又可在下雨天利用雨水发
电的新型太阳能电池是我们遇到的最
大挑战。”唐群委表示，实验初期，
他们把透明的石墨烯放置于太阳能电
池的上层，白天有光照时，太阳光先
穿过石墨烯，再照射到太阳能电池板
上发电。下雨天，雨水直接滴落在最
外层的石墨烯板上发电。“不同方法

研制的石墨烯性能有差异，且石墨烯
的透光率并非 100%，以至于正常光
照时电池效率比没有石墨烯的电池效
率有所降低，这在实际应用中并不经
济。”经过多个方案的比较研究，最
终采用杨培志教授团队研制的石墨
烯，在太阳能电池上通过热压法组装
完成了相关实验，但石墨烯薄膜与太
阳能电池的合理耦合仍然是一个需要
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课题。

在使用一定浓度的氯化钠溶液模
拟雨水的实验中，此太阳能电池实现
了大约100微伏/滴的电压和0.5微安/
滴的电流输出以及 6.53%的光电转换
效率。有学者在写给唐群委的邮件中
表示，这项工作的贡献不在于产生了
多少电能，而是提出了太阳能电池向

“全天候”发展的新思路，打破了以
往科学研究中过分关注如何高效利用
和转化太阳光的思维方式。

“全天候”是终极探索

唐群委带领他的年轻团队和云南
师范大学杨培志教授团队联合在德国
最新一期科技期刊 《应用化学》 上刊
发了题为“一种既可在阳光下也可在
雨水中发电的太阳能电池”的论文，
立即引起了国际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关
注，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拉丁、
捷克等多种语言，甚至有媒体称其为

“光伏发电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创新。

谈及雨天发电的太阳能电池产业
化之路，唐群委表示，从实验室到工
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该项目
的应用前景保持乐观。“雨量充沛但
太阳能资源不够丰富的地区，酸雨多
发地区，以及岛礁供电和海上航行等
领域都能派上用场”。着眼更长远的
未来，唐群委说：“雨天发电的太阳
能电池不是最终目标，研发‘全天候
太阳能电池’才是我们的终极理想，
未来的太阳能电池有望在任何天气情
况 （白天、夜晚、阴、雨、雾、霾
等） 下发电。”

科技资讯

细胞作为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功
能单位，通过蛋白质执行复杂任务来
延续人体机能。存在于人体代谢酶之
中调节代谢通路及代谢酶活性的“乙
酰化”，是改变蛋白质功能最主要的修
饰方式之一，蛋白质一旦被嫁接上

“乙酰基”基团，就会“被修饰”成乙
酰化蛋白质。揭开蛋白质“乙酰化修
饰”的机理之谜，对于破解蛋白质修
饰规律的生命之迷至关重要。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可逆且高
度调控的蛋白质翻译后修饰方式，乙
酰化修饰在几乎所有的生物学过程中
都起重要调控作用。日前，青岛农业
大学农学与植物保护学院梁文星教授
所带领的团队运用蛋白质组学方法，
首次发现了蛋白乙酰化修饰能够影响
核酸酶活性，进而调控底物 RNA 的水
平以及细胞的抗逆反应，即生物可以
通过核酸酶来实现细胞的自动调节。
梁教授介绍说，由于第 501 位赖氨酸
位于 RNaseⅡ的催化活性中心，这一
修饰能够降低 RNaseⅡ结合底物的能

力并最终影响该酶的活性。当细胞遭
遇如饥饿胁迫等逆境后，RNaseⅡ的
乙酰化水平会升高，从而使生物能够
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生长环境。

科学家早在 50 多年前就在组蛋白
上首次发现乙酰化修饰能调控基因转
录这一现象，但由于乙酰化蛋白质比
较隐蔽，局限了对其功能的认识。截
止目前为止，非组蛋白的乙酰化研究
处于边缘地带。而梁文星教授团队的
这一成果为研究其它酶类的调控提供
了思路，也为发掘乙酰化修饰的新功
能提供了指导作用。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
及山东省“泰山学者”建设工程等项
目的资助。并与美国迈阿密大学合
作，在国际上进行了首次报道。这一
研究论文发表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国际
著名期刊 《核酸研究》，该杂志主编巴
里·斯托达德教授认为，这一研究成
果使人们对 RNA 酶调控的认识又向前
迈进了一大步，并被评为该刊的突破
性进展成果。 （周维维）

“乙酰化修饰”真相大白
唐群委教授 （中） 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冯文波冯文波 摄摄

自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
学国家 （联合） 实验室成会明课题组
发现了石墨烯可作为硫电极及电池隔
膜的保护及导电层后，关于石墨烯锂
硫电池的研究便不断取得了新进展。

近年来，北京科技大学数理学院
王荣明教授带领的先进物质与界面物
理研究团队在物质的界面结构调控、表
征和特性研究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工作。团队青年教师于明鹏博士与邱
宏教授等合作在新型石墨烯基锂硫电
池正极材料方面发现，锂硫电池具有高
理论能量密度 (2600 Wh/kg)，且单
质硫价格低廉、环境友好的优点，但是，
如何提高活性物质硫的利用率并改善
循环稳定性等成为目前的一个主要问
题，这也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针对上述问题，于明鹏博士与其
合作者在制备 N-掺杂石墨烯基础上，
采用熔融-扩散的方法获得碳-硫复合

材 料 ， 并 进 一 步 通 过 原 子 层 沉 积
(ALD)对碳硫体系界面进行调控。获得
的 N-掺杂石墨烯具有高吡啶、吡咯氮
含量、大比表面积以及丰富的孔结构
等优点，大幅提高了石墨烯材料的表
面化学活性。碳-硫复合材料可以通过
碳材料物理吸附和 N-掺杂的化学吸附
对充放电过程中产生的多硫离子进行
有效束缚，ALD 改性则可进一步起到
原位吸附和屏蔽作用，从而有效抑制
充放电过程中的“穿梭效应”，最终得
到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作者还通过理
论计算对氧化物与多硫离子的结合能
力进行了深入研究。

该项研究工作已被该领域的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能源与环境科学》接收
发表。是继该团队在 Nature 系列杂志
发表论文、陈娣教授团队在新能源领域
取得新进展以来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沈崴）

电池界新秀“石墨烯基锂硫电池”

上海外国语大学

培养“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是国家

教育部门直属、国家“211工程”建设的全国
重点大学，是新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发祥地之
一。学校已形成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见长，文
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五大门
类协调发展的学科格局，特色鲜明、多科发
展。上外是同类院校中仅有的拥有两个一级学
科（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

格高志远 学贯中外——
“多语种+”，架起通向世界的桥梁

上外构建“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培
养体系，着力培养精通两门以上外语，具有深
厚的人文素养和广博的学科领域知识，具备全
球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够诠释世界、贯通中
外，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
主动的卓越国际化人才。

学校授课语种有 30 种。包括英语、俄语、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希
腊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韩语-朝鲜语、波
斯语、泰语、越南语、印度尼西亚语、瑞典
语、荷兰语、希伯来语、乌克兰语、土耳其
语、印地语、匈牙利语、乌兹别克语、马来
语、乌尔都语、斯瓦希里语、汉语等 27 种，并
开设拉丁语、古希腊语、古英语等古典语言课
程。

上外所有外国语言文学类本科专业实行双
外语制教学，即英语专业+第二外语、专业外
语+英语。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须学
习一门第二外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其
他外语专业的学生须同时学习英语。所有外语
专业学生须参加专业英语四级、八级考试。学
校通过多个学科领域的辅修专业平台和大类课
程平台开展双学位/双专业人才培养，外语专业
学生本科期间选修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
达到考核标准，除本专业的毕业证书和文学学
士学位之外，还可取得第二专业证书或第二学
位证书。上外在非语言类专业中全面实施英语

双学位/双专业培养机制 （专业+英语）。非语言
类专业学生的英语教学采用专业外语教材，参
加专业英语四级、八级考试；修满规定学分标
准，达到考核要求，除本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还可取得英语辅修专业证书或文学学士
学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自 2016 级学生起开始实行
完全学分制。实施三年至六年的弹性学制，学
生修满规定学分、达到毕业要求，三年即可毕
业；推行免修、免听、重修和转专业制度，学
生自主选择课程、自主安排学习进度，给予学
生自主选择专业的机会；鼓励学生通过社会实
践、发明创造或参加学科竞赛活动等方式获取
创新实践学分；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对学生的学
业规划给予指导。完善国际合作办学的学分互
认制度和机制，推进学习成果互认衔接。

诠释世界 成就未来——
多元文化，开启全球体验模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为本科生提供体验多元文

化、拓展国际视野的多种机会，鼓励青年学子
放眼世界，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砥砺成长。

上外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
略，推进“多语种+”战略。积极开展国际组织
人才、卓越涉外法学人才、多语种新闻人才、
媒介融合型国际传媒人才、无国界工商管理人
才、应用经济学创新人才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实践，架构起立体多元的学生成才通道。
学生在校期间除在本校修读德语、法语、日
语、英语等语言类辅修专业，还可参加国际政
治、多语种新闻、多语种金融、涉外法律等非
语言专业辅修平台。上外实施通识教育，建立
了包括多元文化＆国际视野、中华文明＆文化
传承、艺术鉴赏＆审美情趣、数理哲学＆创造
性思维、科技发展＆科学精神等十大模块 300
余门课程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学校成立卓越
学院，培养卓越国际化拔尖人才。卓越学院采
用荣誉培养制度，实施荣誉学籍、荣誉课程和
荣誉证书三个层面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通过英语强化制度、国际培养制度和创业实践
制度开展全过程强化培养，辅以学业导师制度

和旋转流动制度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优秀的
学生可用 7 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

学校已先后与 5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0 多所
大学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与联合国、欧
盟等国际组织保持了密切的交流往来。2015
届本科毕业生在学期间出境交流学习比例达到
37.8% 。 学 校 每 年 聘 请 约 200 名 长 期 外 国 专
家、教师及短期专家学者来校讲学，保证每个
学科和专业都有外国专家任教。学校与海外高
校合作建立了 8 所孔子学院，遍及亚洲、非洲、
欧洲、南北美，致力推广中国文化，沟通世界文
明。

上外有全亚洲首屈一指的高级翻译学院，
获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 （AIIC） 的全球最高评
级之一，是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中国仅有的位
列世界 15 强的专业会议口译办学机构。上外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和 1 个国家非通用语种本科人
才培养基地，10 个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有 6
个学科列入上海高校一流学科 （其中外国语言
文学为 A 类）。学校拥有 1 个教育部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1 个国家语言文字部门科研基
地、3 个教育部门国际司区域国别研究基地、1
个教育部门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1 个
外交部门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5 个上海市级人
文社科研究基地等，并组建 15 个校级区域国别
研究中心。

海纳百川 胸怀天下——
选择上外，铺就个性成才之路

上海外国语大学弘扬“格高志远 学贯中
外”的校训精神，培育海纳百川、胸怀天下的
大学文化。

多采校园文化活动培育上外气质。上外有
“思索讲坛”“博士沙龙”“大学之道”“走进经

典”“英华人文”“语言与未来”“区域国别研究
系列”“外交人才育苗系列”等多个学术讲座品
牌，每年举行近 500 场精彩的讲座报告。学校
开展校长读书奖、方重翻译奖、新生书架、暑
期学校、语言工作坊、学术会议、文化论坛、
国际交流等多项学术活动，建设思想性、学术

性的人文校园。学校每年举行特色文化艺术
节，包括莎士比亚戏剧节、塞万提斯戏剧节、
莫里哀戏剧节、日耳曼文化盛典、俄罗斯文化
节、东方风情展、和风盛典、中华文化节、创
新实践周等；开展包括模拟联合国、外语演讲
比赛、辩论赛、模拟法庭、配音比赛、高雅艺
术进校园、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校长杯体育比
赛等活动。学校有 80 多个学生社团，话剧社、
舞蹈社、合唱团、民乐团、西乐团、音乐剧
社、外交人才俱乐部、棒球队、围棋队、红十
字会等涵盖各个类别，多个社团在国际国内比
赛中获奖并赴海外交流。

丰富实践平台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上外
建立了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市级创新创业教育试验
基地、市级卓越人才培养基地、校-市-国家
三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等校内外实习实践平
台，课内课外联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学校
通过 ISTEPS 美国实习实训营、全球重大事件
多 语 种 全 媒 体 报 道 团 等 海 外 实 习实训平台，
选派学生到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外高校和
企业实地学习和实践。组织学生参加亚信峰
会、青奥会、世博会、世界互联网大会、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等重大国际活动志愿者服
务和社会实践。

跨校交流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上外学生可
跨校修读上海市 16 所高校开设的选修课程及涵
盖文学、经济、管理、工学、力学、法学、艺
术等学科门类的共 70 余个辅修专业；可到长三
角、北京等高校交流访学，修完规定课程，修
满规定学分，达到规定要求，即可取得所修课
程相关学校颁发的辅修专业证书或辅修学位证
书。上外学生就业质量和就业满意度高，在多
个第三方专业咨询评估机构发布的统计排名中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高校前列。每年约 1/3 本科毕
业生赴国内外知名高校深造；直接就业学生就
业领域涉及外事外交、金融、贸易、咨询、翻
译以及传媒等行业，包括国际组织和机构、中
央国家机关部委、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全球
500 强企业等，自主创业主要涉及高端涉外类
经贸、会展、公关、互联网等领域。

上海外国语大学网址：http://www.shisu.edu.cn 多语种网站：http://global.shisu.edu.cn 官方微博：@上海外国语大学 官方微信服务号：SISUers 订阅号：sisu1949
上海外国语大学招生办公室联系方式 电话：021-55386006 55383668 电子邮箱：ao@shisu.edu.cn 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admissions.shisu.edu.cn 上外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上外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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